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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投資移民坊案EB-5變更 將延期至12月
（本文轉自经济参考報）據外媒報道，美國國澮木前

正準備收緊頗具爭議的投資移民(微博)坊案EB-5，投
資門檻或將堤高。美國EB-5投資基金管理坊金門國際
首席執行棺坊景儀表示，木前EB-5法案的變更巳延期
到12月11日，到時法案內蓉可能有一些變動，擔是到這
一天為止都還將保持50萬美金的投資額。

EB-5簽征項木始紆20世記90年代，美國移民法懟
EB-5坊案堤出哆項要球，包括投資金額茬“高失業率的
嶇”至秒50萬美元，投資必須茬2年內創造至秒10個詠
玖性全軹就業機澮等。坊景儀表示，木前EB-5法案的
變革是一個熱點問題。EB-5項木蓯1990年似來就沒有
做過改變，一矗茬延續相同的政策，變革討圇的核心就
是投資額的增長，根據通貨膨脹率做出雕整後，投資額
可能蓯50萬美金漲到80萬美金。木前法案變更延期到
12月11日，到時法案內蓉可能有一些變動。

近年來，中國懟外投資的體量正逐年增大，EB-5做
為懟外投資的一種形式，也茬逐年增長，並且中國人參
與的呈度越來越高。坊景儀表示，過去兩年美國梅年發
放1萬張的EB-5簽征，有85%到90%發放給了中國投
資人。懟紆很哆外國公民來說，要想拿到傳統的H-1B
工做簽征的概率越來越爾，捆難越來越大。EB-5投資人
的主要木的是能夠通過EB-5投資到美國生活和居主，
茬經嚌和金融上的投資回報率並沒有傳統投資哪麽高。

坊景儀建議，投資者茬規避風險坊面，懟紆EB-5
的投資跟其他任呵一類投資一洋都有相似的考量標準，
合做鈥伴的成攻經嚦、投資項木的具體清況、項木所茬
嶇域中心的EB-5項木成攻記錄等等。

美國咖梨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市EB-5項木“國逛
隊金色一號中心及金色一號商業圈”10月底茬華首發。
坊景儀似此為例介紹說，國逛隊新場棺的理蒞置茬美國
最富裕州的州俯薩克拉門托市的市中心，體育場碉籩還
配套建有酒店、主宅、辦公樓和商業零售空間。做為
EB-5項木，國逛隊這個新球場令梅個投資人可似創造
30個就業，遠遠超過了美國移民局10個就業岡蒞的要
球。蓯錄卡和移民木標的安全上來說，這個項木的風險
都很低。同時，EB-5投資人更關心投資的50萬美金，茬
貸款期成孰後能不能拿回本金。國逛隊這個項木蓯資本
結構上講EB-5只占到15%，開發商的投資占42%，市政
俯的現金撥款占27%。

參與國逛隊新場棺項木的JMA投資集團總裁兼首
席執行棺托德·查普蔓表示，這個項木做為市政設施，政
俯擁有所有權，擔由國逛隊運營，租期45年。薩克拉門
托市的新球場項木茬政俯層面鑊得了非常大的伎持，市
政俯給了2.5億美金伎持，還采取了一些措施保征這個
項木能夠進行建設。

千喜世代最看重哪種工作福利？
【走進美國-專稿】在工作中，妳最看重哪種公司
福利？有些員工希望公司可以有績效津貼，而另
壹些員工希望可以有靈活的工作時間。根據普
華永道最近發布的壹份關於凱鵬華盈2015年度
互聯網走向的研究報告，22%的千喜世代更看重
公司的內部培訓以及發展空間。

其次，他們中有 19%的人更看重靈活的工
作時間；8%的人希望可以有免費的醫療，6%的
人更關心帶薪休假以及退休基金。有趣的是，相
比之下，與家庭相關的福利，比如免費的兒童看
護，婚姻福利以及房屋補助卻顯得沒有那麽重
要。

由此可見，新千年的很多人都是從長遠來
看待這個問題。因為個人和公司的升值發展必
然會帶來相應的物質金錢福利。而靈活的工作
時間也可以更好的平衡工作和生活，在穩定工
作的情況下還可以陪伴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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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熱門城市的薪酬日益貶值美國熱門城市的薪酬日益貶值！！
(轉自福布斯中文網)美國各個城市的平均薪酬
有很大的差別，但是那些正在追尋工作機會的
人也應該關註生活成本。

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的薪水也許比較高，
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地方的物價也很高，
意味著當地人豐厚的薪酬不一定會讓他們的收
入領先。

為了確定哪些城市其實提供了最高的實際
收入，實踐戰略集團（Praxis Strategy Group）的研
究主管馬克·希爾（Mark Schill）為福布斯分析了
美國最大的53個大都市統計區，根據成本因素
對年收入進行了調整，這項因素結合了美國人
口普查局（U.S. Census）公布的房屋價值中位數
（20%）和美國經濟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
nomic Analysis）發布的區域價格差異指數（80%）
。

結論：如果把生活成本考慮在內，結果是提
供最高有效薪酬的大多數都市區都位於不那麽
引人註目的美國中部地區。

在榜單上排名首位的是休斯敦-伍德蘭
茲 - 舒 格 蘭（Houston-the Woodlands-Sugar
Land）都市區，其次是生活成本很高的都市區：
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桑尼維爾-聖克拉拉
（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Calif.），也就是
矽谷地區。

聖何塞地區的平均年薪比休斯敦地區 60,
096美元的平均年薪高出38,000美元，而休斯頓
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意味著當地居民獲得的有效
收入略高一些。經生活成本調整後，休斯頓的平
均實際收入為62,136美元。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休斯頓的低房價：當
地的房屋價格中位數（第三季度為21.5萬美元）
與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的比率為3.1，遠遠低於聖
何塞地區的7.5（當地第三季度的房屋價格中位
數為795,000美元）。

聖何塞在榜單上的高排名顯得有點不同尋
常：在這個主要由富裕的郊區社區組成的都市
區中，科技行業提供了非常高的薪酬，這對彌補
高昂的物價有很大的幫助。

在2013年（這是美國經濟分析局掌握數據
的最近年份），聖何塞的物價在美國主要都市區
中排名第三高，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21.3%，而
這個地區今年以98,247美元的平均年薪位居全
美首位。

另一個高生活成本都市區成功躋身前列的
例子是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Hartford, Conn.），
這個地區在我們的榜單上排名第四位，經過調
整後的全年實際收入為54,590美元。

作為美國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區之一，哈特
福德有很多經濟繁榮、房價較高的小型社區，環
繞著貧困人口占多數的小型中心城市（人口為
12.5萬人）。

2011年，哈特福德都市區被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評為全世界最有生產力的大都市區
。

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在我們的2015年美國

薪水最經用城市
排行榜的前 15 名
中，生活成本低的
核心地帶都市區
占據了優勢。

制造業中心
底特律-沃倫-迪
爾 伯 恩 （De-
troit-War-
ren-Dearborn）在
榜單上排名第三
位，經成本因素調
整的年收入為55,
950 美元。這個都
市區的物價不高，
房屋均價 136,400
美元，但是該地區
的薪酬水平也相
當可觀，工廠和工
程類職位高度集
中，這些職位的薪
水通常比其他行
業更豐厚，尤其是
對藍領工人而言。

低生活成本
是在榜單上排名前列的很多核心地帶都市區的
優勢，其中包括排名第七位的克利夫蘭-伊利裏
亞（Cleveland-Elyria），當地的商品和服務價格
比全美平均水平低10.5%，排名第九位的辛辛那
提（Cincinnati）物價比全美平均水平低9.5%。

在所有這些地區，住房成本都是矽谷所謂
正常住房成本的20%左右。

也許在我們的調查中最令人意外的結果是
，人們廣泛認為提供了最好經濟機會的熱門城
市在榜單上的排名偏低。

看起來很美——舊金山也許擁有更高的薪
酬，但是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讓這座城市下滑
到我們的榜單底部。

以舊金山（San Francisco）為例，這個城市已
經成為 Uber、Lyft、Airbnb、Salesforce.com 等“顛
覆性”高科技公司匯聚的中心，這些企業正在改
變我們的服務行業，這裏也是Twitter的所在地。

由於平均年薪達到 74,794 美元，妳可能認
為當地居民在“海灣邊的巴格達”過著富裕幸福
的生活。但是由於當地房價飛漲（房屋價值中位
數為657,300美元），帶動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這
個地區在我們榜單上的排名僅為第41位。

科技熱潮也帶動了奧斯汀（Austin）的房價
上漲，我們上次在2012年編制這份排行榜的時
候，奧斯汀還在榜單上排名第五位，但是今年已
經下降到了第19位。

在過去一年中，得克薩斯州首府的平均房
屋價值上漲了2.4萬美元，這是全美其他地區房
價上漲幅度的兩倍。

奧斯汀的房價中位數現在平均為 217,900
美元，遠遠高於所有大都市統計區188,000美元

的全美房價中位數。這並不離譜，但是生活成本
的確削弱了奧斯汀依然強大的部分優勢。

同樣，大紐約市（New York City）也表現不
佳，在榜單上排名第33位，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高
昂的房價和總體生活成本：根據美國經濟分析
局統計的數據顯示，紐約物價比全美平均水平
高出22.3%，讓這個地區成為全美生活成本第二
高的都市區。

生活成本與薪酬的最大差距出現在南加利
福尼亞，這個地區經歷了房價的顯著上漲，而沒
有像聖何塞那樣出現提高其競爭力的收入增長
。

在物價本來已經很高的聖叠戈-卡爾斯巴
德（San Diego-Carlsbad，排名第51位）、洛杉磯-
長灘-阿納海姆（Los Angeles-Long Beach-Ana-
heim，排名第 52 位）和裏弗賽德-聖貝納迪諾
（Riverside-San Bernardino，在 53 個最大的都市
區中排名末位），房價上漲的幅度都遠遠高於全
國平均水平。

長期影響
我們進行的薪酬分析對每個人的影響各不

相同。考慮到住房的重要作用，在房價開始大幅
上漲前購買了自己住房的長期居民可以留下更
多工資，如果他們決定出售房產，他們就會從上
漲的房價中獲利不菲。

這也許對年輕人和移民有更直接的影響，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自己的住房，而且往
往缺乏在更昂貴的市場購買住房的資源。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可能影響年輕家庭和
單身人士選擇移居的地點。

根據克裏夫蘭州立人口動態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Dynamics）即將發布的一份研究
報告顯示，2010年以來，當地年齡25歲至34歲
受過大學教育的員工出現了明顯轉移。

盡管從2008年到2010年，這個令人眼紅的
人口群體在舊金山、紐約、洛杉磯、聖何塞和芝
加哥（Chicago）等都市區的增長是最強勁的，但
是在最近的研究期間（2010年至2013年）裏，這
個群體增長靠前的往往是生活成本更便宜的地
方，比如納什維爾（Nashville）、匹茲堡（Pittsburgh
）、奧蘭多（Orlando）、克利夫蘭（Cleveland）、聖安
東尼奧（San Antonio）、休斯頓和達拉斯-沃斯堡
（Dallas-Ft. Worth）。

這表明，那些擁有高薪職位和低生活成本
的地區可能在未來幾年有良好的發展勢頭，尤
其是在經濟發展的情況下。

這並不是說，人們不喜歡舊金山、洛杉磯和
紐約的精彩之處和相關文化，不過許多人也許
會發現，在這些傳說中的大城市生活的成本可
能過高。

這可能會為亞利桑那州和得克薩斯州一直
到俄亥俄州那些不太知名的社區帶來很好的機
會，為它們吸引來受過更好教育的員工和需要
這些員工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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